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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李家智冤 20日袁
商报记者从陵水食药监管获悉袁 该局
积极推进野透明厨房冶工程建设遥
据了解袁 陵水县目前已有陵水思

源实验初级中学和中央民族大学附属
中学陵水分校 2家学校食堂已实现视
频监控图像接入海南有线电视 野透明
厨房冶平台袁通过该平台袁校方尧食药监
部门尧教育部门尧家长随时可以查看学
校食堂的后厨情况袁用野四方共管冶方
式让学校后厨在阳光下运行遥
该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袁 将进

一步开展学校食堂野透明厨房冶工程建
设袁将陵水县辖区内的公立学校尧幼儿
园袁部分私立学校尧幼儿园共 49家学
校食堂和 11家旅游餐饮服务单位的
视频图像接入野透明厨房冶平台袁实现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动态化尧野透明
化冶袁确保风险防控到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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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邦京 通讯员 陈漫冤 20日袁海
购节野走进农行主题日冶活动列车驶进
农行儋州分行站遥 活动当天通过购金
优惠赠礼尧农行掌银 O2O特惠等方式
袁吸引大众客户参与袁走进农行袁了解
农行遥 此项活动是 2017年(第二届)海
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渊简称海购节冤的
重要优惠促销主题活动之一袁 也是农
业银行海南省分行野海购哪里去袁农行
购实惠冶系列主题活动之一遥
据悉袁海购节野走进农行主题日冶

活动的开展袁 不仅是为客户提供优
惠尧优质尧优先服务的重要举措袁也是
为 2018年农行野金钥匙窑春天行动冶预
热遥 中国农业银行 野金钥匙窑春天行
动冶是一项全国性的品牌综合营销活
动袁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全国农行系
统内零售业务综合营销的标志性品
牌袁在广大客户中形成了良好口碑遥

再等待 48小时袁野海南沸腾冶
第于季将带你 HIGH 翻这个周
末浴 全省 2 大会场尧3 万人大团
购尧13 大品牌联盟袁 将再一次改
写海南家电销售历史浴 野海南沸
腾冶第于季袁就在这个周末袁等待
你的加入浴

为了让消费者享受真正的工
厂直销尧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尧没有
任何价格包装袁参与的 13 大品牌

签订了保价协议袁 确保活动期间
所销售产品为全年全渠道最低
价遥 2017 年 12 月 23 日-2018 年
12月 22日期间袁在同一区域同一
型号产品袁 其销售价格低于本次
活动价格袁消费者取证后袁一经核
实袁 该参与品牌将无条件双倍退
还差价浴

2017 年 12 月 23-24 日袁野海
南沸腾冶第于季邀您共同见证遥 活

动五大特权一券享有院 活动参与
权+特供机购买权+家居用品一站
购齐+尊享服务+免费好礼袁 同时
活动现场还有 100%中奖的刮刮乐
彩票尧 购物后的惊喜抽奖袁 现场
100000件礼品大派送遥 这个周末袁
值得一来浴

12 月 23 日-24 日袁野海南沸
腾冶 第于季即将在本周末强势引
爆袁 将为全省消费者打造家居建

材尧新婚新居一站购齐的超级购物
平台浴

再次提醒消费者袁野海南沸腾冶
第于季入场券认筹近乎一票难求遥
消费者想加入的话袁要抓紧时间到
全省 300多家格力网点尧全省合作
品牌网点购券袁券价统一 60元遥此
外袁野海南沸腾冶第于季现场也设置
了购券点袁如果买不到入场券可在
现场购买临时入场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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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48小时“海南沸腾”第②季一触即发

野没想到这么快遥冶野竟然几分钟
就完成了贷款全流程遥 冶野这已经是
我们小微企业界的明星产品啦遥冶众
多小微企业主对建行的野小微快贷冶
赞叹不已遥 野小微快贷冶是建设银行
依托野新一代冶核心系统袁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思维袁解决小微企业野融
资难尧融资贵尧融资慢冶问题的野匠心
之作冶袁是建设银行作业模式与操作
系统的重大创新遥

野小微快贷冶在建行野新一代冶核
心系统的强大支撑下袁 借助大数据

和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手段袁 通过
系统整合对小微企业及企业主的金
融资产尧押品尧信用状况尧业务办理
等全面信息的采集和分析袁 通过电
子渠道在线申请尧实时审批尧签约尧
支用和还款的快捷自助贷款业务遥
野小微快贷冶根据目标客户尧风险缓
释方式尧操作流程等袁进行差别化产
品设计袁 构建了 野快 e贷冶尧野融 e
贷冶尧野质押贷冶尧野云税贷冶 等多个品
牌系列产品袁 各子产品已相继面市
并取得很好的客户反响遥

自 2017年 4月份海南建行上
线野快 e贷冶子产品以来袁已成功为
1360户小微企业授信 4.3亿元袁市
场反响热烈袁 客户体验良好遥 8月
份袁 海南建行又成功上线了 野云税
贷冶子产品袁进一步落实普惠金融战
略要求曰同时实现了野小微快贷冶在
手机银行渠道的部署袁 标志着我行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渠道终端走向
移动智能袁具有里程碑意义遥

野小微快贷冶是中国建设银行对
信贷产品的一次大胆创新与变革袁

依托野新一代冶有效解决了人工收集
材料尧申报尧受理尧审批等贷款流程
中的难题袁全流程线上操作袁真正实
现了快速尧高效尧方便袁开辟了小微
企业融资新模式袁 有效地解决了小
微企业野融资难尧融资贵冶的问题遥海
南建行将以此为契机袁 推动小微企
业野普惠金融冶发展袁以一池金融活
水灌浇小微企业实体经济之树袁有
效助推大众创业尧 万众创新袁 成就
野小企业 大事业冶遥

建行“新一代”系统成就小企业大事业

目前南航无障碍网站实现了供
视障人士查询航班信息以及购买国
内单程客票的功能遥 未来南航还将
在该网站陆续上线更多功能和服
务袁 并在官方 APP研发语音交互沟
通办理业务的功能袁 满足有特殊需
求的旅客遥

从方便视障人士操作的角度出
发袁南航将野南航无障碍网站冶入口
设置在其官网渊www.csair.com 冤首页
上方第一行遥 视障人士可以通过专
用操作键盘袁 直接操作光标即可定
位到该入口袁 一键登录无障碍网站
进行访问服务曰 或者直接在浏览器
中输入南航无障碍网站的网址 iaw.
csair.com 即可快速进入访问遥
在设计研发无障碍网站时袁工作

人员充分考虑了视障人士的使用需
求袁并邀请了视障人士参与网站的开
发设计和测试袁精心设计了多种无障
碍网站内容浏览的辅助工具遥视障人
士可以点击页面顶部右侧野开启无障
碍辅助工具冶按钮袁即可开启或关闭
无障碍网站浏览辅助工具遥
这些辅助工具多种多样袁能够满

足不同视障人士的需要遥 例如袁针对
具有斜视等症状的用户袁网站设计了
光标定位功能遥 用户点击野光标冶工具
栏后袁即可出现横竖两条红色的野十
字辅助线冶袁 辅助线随光标移动而移
动袁为视障人士校对阅读的位置提供
了帮助袁避免阅读时串行遥

针对老人尧近视尧弱视等人群袁
南航设计了文字大小控制功能袁用

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调整网页
文字的大小遥 此外袁除了网页文字可
以放大缩小以外袁 南航还设计了界
面控制功能袁 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
自行调整网页界面的大小袁 网页界
面最高可以放大至 5倍的比例遥

针对部分具有不同色彩敏感度
的弱视人群袁 网站还研发了页面色
彩对比功能袁用户点击野配色冶功能袁
共有野白底黑字尧蓝底黄字尧黄底黑
字尧 黑底黄字冶4种高对比页面配色
方案可供选择袁 为弱视用户清晰地
访问网页内容提供了帮助遥
此外袁视力障碍或阅读障碍的用

户还可使用语音辅助功能遥 该功能
可对全网页内容进行自动朗读袁并
且能够即指即读尧调节语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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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李志明 冤 20日
下午袁 海口市秀英区消防大队组织召
开召开派出所尧社区负责人尧网格员消
防业务培训会袁 全区各辖区派出所民
警尧社区负责人尧网格员共 200余人参
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 大队培训人员首先通报了

近期典型火灾等火灾事故袁 强调要深
刻认识当前严峻火灾形势下今冬明春
火灾防控工作的重大意义. 要求派出
所民警及社区网格员要进一步开展九
小场所和网格化火灾隐患排查工作和
消防知识入户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广大
居民群众自防自救能力遥

南航开通中国民航首家野无障碍网站冶

视障人士可查航班及购买单程票

万宁野村小二冶帮助村民代购商品网销水果

15个贫困村农产品电商销售超165万元

秀英消防召开
业务培训会

陵水食药监

推进学校食堂
“透明厨房”建设

海购节活动
走进儋州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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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李兴民 冤 12月 19日深夜袁
临高县临城镇新桥南路沿街的一个
物流仓库发生火灾袁 烧毁了仓库内
存放的大部分物品遥 接到群众报警
后袁 临高公安消防大队的消防官兵
迅速赶赴现场袁扑灭了明火遥火灾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遥

19日 23时 56分袁 临高公安消
防大队指挥中心接到夜宵排挡的经
营者报警称袁 位于临城镇新桥南路
的一个物流仓库着火了遥接警后袁临
高公安消防中队的 14名消防官兵
开着 3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遥 20
日 0时 07分袁消防官兵到达现场袁发
现着火的是一栋二层楼房袁起火点位

于一楼的仓库内袁所幸无人员被困遥
消防经过 20 多分钟的奋战袁0

时 33分左右袁 仓库内的明火被扑
灭遥据介绍袁消防官兵从仓库内抢救
出了保险箱等物品遥

昨日上午袁 记者在新桥南路该
物流仓库门口看到袁 一些被抢救出
来的物品仍摆放在路边的人行道

上遥面积约 80平方米的仓库被烧得
一片漆黑袁 地上可以看见一些变形
的铁架子遥 该物流仓库的经营者告
诉记者袁这个仓库是她租来的袁里面
的物品有家具尧家电尧塑料尧沙发等袁
目前还没来得及计算损失金额遥
记者从临高公安消防大队了解

到袁火灾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之中遥

临高临城镇一物流仓库深夜发生火灾
大部分物品被烧毁 所幸无人伤亡 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
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臧
会彬冤 12月 19日袁 南航
开通无障碍网站袁为视力
障碍人士提供专业的网
络服务遥视障人士在登陆
南航官网后袁可点击相关
链接袁进入野南航无障碍
网站冶袁得到放大字体尧改
变页面底色和字体颜色尧
朗读页面内容等辅助性
服务袁更为方便快捷地使
用南航官网查阅航班信
息尧订票等遥 南航是中国
民航首家上线无障碍网
站服务的航空公司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春棠冤
野好了袁可以炒菜了袁晚上就在这一起吃吧浴 冶20日晚袁家
住万宁市北大镇的村民翁先生对前来帮他送装煤气灶
的野村小二冶顾程文说遥 顾程文帮村民免费代购商品袁村
民卖不动的蔬菜袁他就在淘宝上帮他们网上销售遥 2017
年袁万宁成立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电子商务仓储物
流配送中心袁为村民解决了网购和网售两个难题遥

19日中午袁 北大镇中兴村村民老李往
自家新房厨房里的冰箱放了几瓶饮料袁同
时给野村小二冶顾程文一瓶遥 野谢谢你袁帮我
下单代购袁你们还帮我送上门浴 冶老李说袁他
和妻子也逐渐喜欢上了网购袁 但村民都苦
于不会上网袁或担心买到假冒劣质的产品袁
而且由于农村偏远袁 传统的物流不能将传
递送上门遥 24岁的野村小二冶顾程文今年 10
月上岗袁就常往白茶村跑袁解决了村民的老
大难遥

顾程文是万宁市北大镇电商服务站的
野村小二冶袁 顾程文一有时间袁 就骑着摩托
车入村向村民介绍电商服务站的工作流
程遥顾程文告诉记者袁他们会根据村民的网
购需求帮助村民下单袁 并将村民购买的快
递送货上门遥不仅如此袁村民如果有什么农

产品滞销袁村小二还为村民跑腿袁将村民滞
销的农产品情况汇总至电商中心袁 电商中
心再帮助村民销售出去袁起到电商扶贫尧便
民的双重作用遥

据了解袁2017 年万宁市已投入约 200
万元建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尧 电子商
务仓储物流配送中心袁及 15个电子商务扶
贫站袁 覆盖了北大镇中兴村尧 北大镇军田
村尧北大镇丰丹村等 8个贫困村遥
万宁市还搭建了上行平台野万宁万家特

色产品商城冶袁 通过各类渠道实现全市的农
产品网络销售额不断增加袁带动贫困人口就
业及增收遥 15个贫困村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共计 165.1万元袁 实现了每站每月平均网络
销售渊上下行冤2000元以上曰通过发展电商产
业链吸收贫困人口就业和创业共 150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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